
        乖乖是個⽩⽩胖胖⻑得⾮常可愛的⼩男嬰，爸爸
媽媽期盼這個孩⼦好久好久了，因此⾃他出⽣後呵護
⾄極、⾮常的疼愛他。 
        然⽽，在出⽣過後⼀星期，媽媽就發現乖乖的頭
好像都會偏向⼀側，有點歪歪的。如果把乖乖的頭轉
正的話，他會露出有點不舒服的表情，⽽且過⼀下⼦
頭就⼜偏回⼀側了。媽媽覺得很奇怪，好像跟乖乖的
姐姐⼩時候不太⼀樣，決定帶他去給醫⽣看看。 
        醫⽣安排了⼀些檢查後，跟媽媽說明乖乖有先天
性肌⾁斜頸症的狀況，並安排乖乖給物理治療師看看，
請媽媽學會怎麼帶乖乖做運動… 

先天性肌⾁斜頸症

⽂   蘇郁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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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物理治療師公會 出版



什麼是先天性肌⾁斜頸症呢？ 
     

    孩⼦的頭部偏向⼀邊，並轉向另⼀側。最常⾒的原
因是頸部⼀側(患側)的乳突鎖狀肌⽐較緊，⽽造成頭部
歪斜(圖⼀)。 

孩⼦會有什麼表現呢？ 
     

    孩⼦的頭⻑時間偏向⼀邊，向患側的轉動較少，左
右兩側頭部旋轉⾓度可能相差許多。 

   常會伴隨著兩側動作的不平均，如:親餵孩⼦時，孩
⼦只能配合⼀側餵奶，向另⼀側有困難；到了愛吃⼿
的年紀，孩⼦只吃⼀邊的⼿。 

       此外，有些孩⼦的脖⼦患側可能摸得到⼩腫塊，或
是臉部⼀邊稍⼤另⼀邊較⼩，臉部⼤⼩不對稱，或是
有頭型歪斜的狀況。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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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圖⼀ )  紅⾊肌⾁為乳突鎖狀肌，連結頭⾻與胸⾻鎖⾻。



先天性肌⾁斜頸症有不同的嚴重程度嗎？ 

    先天性肌⾁斜頸症可以依輕微⾄嚴重分成三級1: 

1、姿勢性 

      孩⼦的頭喜歡傾向⼀邊，但患側的乳突鎖狀肌並
沒有緊縮，或是被動移動孩⼦的頭，脖⼦兩邊的旋
轉⾓度及側彎⾓度(被動關節活動度)並沒有差異。 

2、肌⾁性 
     患側的乳突鎖狀肌較緊縮，且被動關節活動度有

差異。 

3、乳突鎖狀肌 

     患側的乳突鎖狀肌有增厚纖維化的情形，且被動
關節活動度有差異。 

為什麼會發⽣天性肌⾁斜頸症呢？ 
     ⺫前發現有些因⼦和先天性肌⾁斜頸症有關，因此
需特別注意。這些因⼦包含:新⽣兒頭型歪斜、臉部
左右⼤⼩不對稱、⾝型較⻑的胎兒、多胞胎、產程
不順2。 

    由上可知先天性肌⾁斜頸症的發⽣原因是⾮常多
元的，可能和胎兒在⺟腹中的姿勢及⽣產過程相關。
⺫前研究顯⽰男⽣發⽣的機率⽐⼥⽣略⾼3。 

    有些較輕微的先天性肌⾁斜頸症，也可能在出⽣
後的幾個⽉才開始顯露，不會在出⽣頭幾天就很明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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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天性肌⾁斜頸症要怎麼治療呢？ 
⺫前的治療⽅式會先以物理治療為優先，若是孩⼦

在接受密集物理治療四⾄六周後仍未有顯著改善，則
建議回診和醫師討論是否接受其他的治療⽅式4。以下
介紹可以改善孩⼦斜頸狀況的物理治療運動: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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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釋 
此為暫存區⽂字，⽤來顯
⽰輸⼊內容後，⽂字在⾴
⾯上的外觀。

頸部的被動牽引運動 頸部及⾝體的主動運動

促進對稱的動作發展 環境的改造

牽拉側彎⾓度 

牽拉旋轉⾓度 

頭部旋轉及側彎運動

趴姿頭部控制運動

側躺頭部控制運動

對稱的⼿部運動

對稱的下肢運動

孩⼦在嬰兒床的擺放位置

餵奶的擺位

攜抱孩⼦的⽅式

1 2

3 4



頸部的被動牽引運動 
此運動較適⽤於三個⽉以下、頭部控制尚未發展完

全的孩⼦。執⾏被動牽引運動時孩⼦應是放鬆的，⼤
⼈給予的⼒道緩慢且穩定，如果孩⼦哭鬧掙扎則應⽴
即停⽌。 

牽拉側彎⾓度 
  孩⼦正躺於床上，⼤⼈⼀⼿固定孩⼦的肩膀，
另⼀⼿將孩⼦的頭側彎，使健側的⽿朵靠近肩膀，
以牽拉患側較緊的肌⾁(圖⼆)。此運動⼀天執⾏
三回，⼀回⼗次，⼀次維持15秒。 

 

  

牽拉旋轉⾓度 

1.  孩⼦正躺於床上，⼤⼈⼀⼿固定孩⼦的肩
膀，另⼀⼿將孩⼦的頭旋轉向患側的⽅向，並
使患側⽿朵盡量貼平床⾯，以牽拉患側較緊的
肌⾁(圖三) 。此運動⼀天執⾏三回，⼀回⼗次，
⼀次維持15秒。 

2.   孩⼦在趴著的姿勢，頭轉向患側，牽拉患
側較緊的肌⾁(圖四)。此運動執⾏時務必有⼤
⼈在旁陪伴，以免孩⼦的⼝鼻被物品摀住!    
此運動⼀天執⾏三回，⼀回可趴3⾄5分鐘。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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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圖三)

(圖⼆)

(圖四)

頸部的被動牽引運動 
此運動較適⽤於三個⽉以下、頭部控制尚未發展完全的孩⼦。

執⾏被動牽引運動時孩⼦應是放鬆的，⼤⼈給予的⼒道緩慢且
穩定，如果孩⼦哭鬧掙扎則應⽴即停⽌。1



頸部及⾝體的主動運動 
此項運動適⽤於兩、三個⽉以上，開始有較佳頭部

控制的孩⼦。藉由主動的運動可增強健側頸部肌⾁的
⼒量，並牽拉患側較緊的肌⾁。 

頭部旋轉及側彎運動 
  ⼤⼈扶著孩⼦坐，利⽤玩具或是聲⾳
的吸引使孩⼦的頭旋轉向患側的⽅向，
並可再練習向上或是向下看(圖五)。此
運動⼀天執⾏三回，⼀回⼗次。 

趴姿頭部控制運動 

   孩⼦趴在床⾯上，⼤⼈在前⽤玩具或是
聲⾳吸引使孩⼦的頭抬起，以訓練頸部後
側及背部的伸直肌⼒量(圖六)。此運動⼀
天執⾏三回，⼀回可趴5⾄10分鐘。 

側躺頭部運動 
      孩⼦在側躺的姿勢頭稍移離⽀撐⾯(可躺⼤
⼈腿上或⼤球上)，患側朝下，藉由翻正反射孩
⼦的頭會⾃然向上回正，使健側肌⾁⽤⼒，並
可牽拉患側較緊的肌⾁(圖七)。此運動⼀天執
⾏三回，⼀回可側躺3⾄5分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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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圖六)

(圖七)

頸部及⾝體的主動運動 

此項運動適⽤於兩、三個⽉以上，開始有較佳頭部控制的
孩⼦。藉由主動的運動可增強健側頸部肌⾁的⼒量，並牽拉
患側較緊的肌⾁。 

(圖五)

2



1、對稱的⼿部運動 

      孩⼦正躺，將孩⼦的兩隻⼿移往中間，可帶孩⼦
吃⾃⼰的雙⼿，或是帶孩⼦的⼿在胸前互碰、拍拍
⼿。這些活動能使孩⼦認識⾃⼰的雙⼿。 

2、對稱的下肢運動 

     孩⼦正躺，可帶孩⼦的⼿摸膝蓋、⼿抓腳，或帶
孩⼦做踢腳、踩腳踏⾞的動作。這些活動能使孩
⼦認識⾃⼰的雙腳。 

1、孩⼦在嬰兒床的擺放位置 

      若是嬰兒床靠牆，可使孩⼦正躺時患側靠進外
⾯，健側靠近牆，使患側有較多對外的刺激。也可
在患側的⽅向多放些⾳樂玩具，以刺激孩⼦多將頭
轉向我們希望的⽅向。 

2、餵奶的擺位 

           不論是親餵或瓶餵，都可以調整⽅向使孩⼦練
習轉頭到患側喝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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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進對稱的動作發展 

    斜頸的孩⼦因為視野常在健側，較常注意健側，⽽可能發⽣
健側⼿腳動作⽐患側的多的狀況。為了避免兩側的動作發展相
差太多，可以帶孩⼦做⼀些對稱性的運動。

環境的改造 

    藉由⽣活環境的調整及攜抱⽅式的改變，都能幫助孩
⼦的頭多轉向或是多注意我們希望的⽅向喔!

3

4



３、攜抱孩⼦的⽅式 
           可以側抱孩⼦並讓孩⼦⾯朝外，帶孩⼦到處逛

逛(圖⼋)。在這姿勢下孩⼦的患側朝下，健側肌
⾁會出⼒，並牽拉患側的肌⾁。 

先天性肌⾁斜頸症要多久才會好？ 
依照先天性肌⾁斜頸症的嚴重程度，所需要的治療

時間也不⼀樣，但整體來說⼤概都需要幾個⽉的時間。
⺫前可以知道的是，孩⼦被發現的年紀越⼩、開始接
受物理治療的時間越早，所得到的效果是最好的4。此
外，除了在醫院、診所接受物理治療以外，爸爸媽媽
在家多帶孩⼦做運動的話，也會讓孩⼦進步的更快喔!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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